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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Matsumura) 是危害我国大豆产量的重要刺吸式害虫，茄无网蚜

Acyrthosiphon solani（Kaltenbach）是近年来在大豆田发生逐渐呈上升趋势的刺吸式害虫，蚜虫的发生动
态严重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本试验调查了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邻作种植模式对大豆田刺吸式害虫
及其他主要害虫的种群动态的影响，为精准使用农药防控蚜虫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系统调查的方法，
研究大豆田刺吸式害虫以及天敌的种群动态，在哈尔滨香坊农场进行马铃薯-大豆、大豆-玉米邻作的种植
模式，对其大豆田中大豆蚜、茄无网蚜等刺吸式口器的害虫及天敌动态发生数量进行调查。
【结果】 2014
年与 2015 年玉米-大豆、马铃薯-大豆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田，2014 年玉米-大
豆差异更显著，2015 年马铃薯-大豆差异性显著。2014 年与 2015 年玉米-大豆、马铃薯-大豆邻作种植模式
的大豆田中的茄无网蚜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田。而 2014 年 8 月温度低于 2015 年虫量相对高于 2015 年，虫
量高时天敌总群动态也相对较高，达到调控作用。
【结论】 玉米-大豆、马铃薯-大豆邻作种植模式能够起
到减少大豆蚜和茄无网蚜的为害的作用，并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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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potato-soybean, and maize-soybean, intercropping
modes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main piercing-sucking pests,
and other pests, in soybea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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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Wen-Lin CHENG Yuan ZHAO Kui-Ju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Aphis glycines (Matsumura) is an important piercing-sucking pest that causes significant losses to
soybean production in China, while Acyrthosiphon solani (Kaltenbach) is another piercing-sucking pest tha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increasing interest in recent years.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soybea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aphids that feed on them.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potato-soybean-maize intercropping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iercing-sucking pests, and other main pests, in soybean fields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using pesticides to
control aphids. [Methods]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iercing-sucking pests and their predators
in soybean fields were conducted in Xiangfang farm, Harbin in 2014 and 2015.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reatments was assessed using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method in DPS.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ingle factor
analysis in SPSS. [Results] Numbers of soybean aphids in two intercropped field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a
monoculture field. In 2014, this difference appeared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maize-soybean field but in 2015 the
potato-soybean fields appeared to have the lowest pest abundance. Numbers of A. solani in the two intercropped field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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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monoculture fields. In both years, higher temperatures were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in pest
populations. However, although the temperature in August, 2014 was lower than that in 2015, the number of insects increased
but was regulated by increased predator abundance.

[Conclusion] Maize-soybean and potato-soybean intercropped fields can

decrease the losses caused by the soybean aphid and A. solani, and can also reduce the usage of pesticides.
Key words

Aphis glycines, Acyrthosiphon solani, potato- soybean, corn-soybean, population dynamics

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Matsumura）是影响
大豆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刺吸式害虫，已经成为广

同时也为合理精准使用农药，减少农药的过度使
用提供依据。

泛关注的世界性大豆害虫（Liu et al.，2004；
Tilmon et al.，2011）。茄无网蚜 Acyrthosiphon

1

材料与方法

solani（Kaltenbach）是近年来在大豆田发生呈上

1.1

试验地点与材料

升趋势的刺吸式害虫。目前，对大豆蚜和茄无网
蚜的防治仍是以化学药剂为主，农药的过度使用
增强了害虫的抗性，残留多，污染环境，造成一
定的防治弊端（Van Emden and Williams，197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农业大学香坊农场
实验实习基地进行，供试地块面积 5 hm2，大豆
生长发育期内均未施用任何化学杀虫剂。
供试大豆品系东农 42（东北农业大学大豆

Murdoch，1975；Altieri and Letourneau，1982）。
为了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就要进一步了解大

研究所提供）

豆蚜、茄无网蚜等害虫及天敌在田间发生的情

1.2

况，以便确定防治的方法及防治时期。目前，利
用生物多样性控制害虫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如李学军等（2014）报道的作物多样性种植有利
于蚜虫的控制，玉米与水稻间作，大豆和玉米间
作可以有效控制蚜虫的发生，油菜-小麦邻作有
利于麦蚜天敌向麦田转移控制蚜虫数量（费晓东
等，2011）。还有大豆套作大蒜，毛葱（杨晓贺

试验设计
将 5 hm2，大豆田 3 hm2，玉米田和马铃薯各

为 1 hm2，大豆两侧分别种植玉米和马铃薯，每
0.3 hm2 大豆田设为 1 次重复，共 5 次重复（图 1）。
在随机的基础上选择植株间距离相差不大的地
点进行定点调查，每次重复选取 10 株大豆整株
调查，记录发现的所有昆虫种类及数量。

等，2014），棉花-苜蓿间作（Lin et al.，2003），
对田间害虫的控制。安昕等（2011）研究结果表
明，玉米与甘蓝以 2︰4 带型间作种植后，小菜
蛾虫口密度明显低于其 1︰4 带型及其他种植模
式。玉米与辣椒以 2︰4 带型种植后，间作辣椒
蚜虫及棉铃虫虫口密度低于辣椒田，近年来，赵
紫华等（2012）对邻间套作不同尺度空间和农业
景观不同生境界面对害虫的调控也做了相应研
究，进一步在生态方向控制害虫。
本试验对大豆-玉米、大豆-马铃薯邻作的种
植模式对其邻作的大豆田大豆蚜、茄无网蚜等主
要刺吸式害虫的种群发生规律进行调查，分析了
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种邻作植模式对大豆蚜
和茄无网蚜发生情况的影响，旨为大豆蚜等刺吸
式害虫的农田生态防治技术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图 1 试验设计图
Fig. 1 Test design chart
每点取 10 株大豆调查。
Each point take ten srtains of soybean to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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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调查方法
大豆植株上的昆虫调查采用五点法，从大豆

两叶期开始调查至大豆收获，从 6 月末开始至 9
月初结束，每 7~10 d 调查一次，若有下大雨情
况推迟 1 d。调查前，先观察并记录在植株上飞
行的昆虫种类，分别记录大豆蚜数量和天敌种类
与数量，计算有蚜株率和百株蚜量。
1.4

昆虫种类鉴定
昆虫鉴定参照陈庆恩和白金铠（1987）主编

的《中国大豆病虫图志》、李照会（2002）主编
的《农业昆虫鉴定》、何振昌（1997）主编的《中
国北方农业害虫原色图鉴》、中国农业科学院
（1979）主编的《中国农作物病虫图谱》及袁锋
和周尧（2002）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等。
1.5

统计分析
将试验数据进行整理，统计 10 株大豆上的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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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蚜和茄无网的数量，采用 DPS 进行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比较各处理之间的显著性差异分
析，统计百株大豆的蚜虫数量和天敌数量，利用
SPSS 软件进行试验数据单因素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邻作对大豆田的刺吸式害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2.1.1

邻作对大豆蚜虫的种群动态的影响

田

间调查结果分析表明（图 2），2014 年大豆蚜数
量在 8 月 16 日达到最大值，对最高峰当日数据
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马铃薯-大豆、玉
米-大豆邻作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数量
低于对照田中的大豆蚜的数量，对照田中的大豆
蚜的数量最高值达到 360 头/10 株；玉米-大豆邻
作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数量显著低对
照田中的大豆蚜的数量。而 2015 年大豆蚜数量
在 8 月 1 日达到最高峰，在对照田中的大豆蚜的

图 2 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邻作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种群动态
Population dynamics of soybean aphid with potato-soybean, maize-soybean intercrop in soybea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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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高达到 147 头/10 株，马铃薯-大豆种植模

无网蚜的最高峰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7 月 14 日和

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数量为 88 头/10 株，玉米-

2015 年 8 月 24 日，在对照田中的茄无网蚜的数

大豆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数量为 46 头/

量最高，2014 年数量为 49 头/10 株、2015 年为

10 株，在 8 月 24 日在玉米-大豆邻作种植模式的

35 头/10 株，在整个调查时期，玉米-大豆种植模

大豆田中的大豆蚜为 137 头/10 株，马铃薯-大豆

式的大豆田中的茄无网蚜数量均低于对照田中

邻作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为 80 头/10

的茄无网蚜的数量，在 2014 年 7 月 14 日降到最

株，经差异性显著分析，马铃薯-大豆邻作种植

低 2 头/10 株。2015 年在 7 月末马铃薯-大豆种植

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数量与对照田中的大

模式，玉米-大豆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茄无网

豆蚜数量差异性显著。

蚜的数量只有 4 头/10 株，而对照田中的茄无网

比较 2014、2015 年两种邻作种植模式及对
照田中的大豆蚜动态发趋势表明，大豆蚜在 3 种

蚜的数量为 14 头/10 株，明显高于两种邻作模式
的大豆田中的茄无网蚜的数量。

植模式中的发生趋势是一致的，只是对照田中的

比较 2014、2015 年两种邻作种植模式及对

大豆蚜发生的数量要高于邻作种植模式的大豆

照田中的茄无网蚜动态发趋势表明，茄无网蚜在

田中的大豆蚜发生数量（图 2）。

3 种植模式中的发生趋势是一致的，只是对照田中

2.1.2 邻作对茄无网蚜种群动态的影响 2014
年与 2015 年田间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图 3），茄

的茄无网蚜发生的数量要高于邻作种植模式的

Fig. 3

大豆田中的大豆蚜发生数量，2014 年茄无网蚜发

图 3 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邻作茄无网蚜种群动态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cyrthosiphon solani with potato-soybean, maize-soybean inter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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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高峰期在 7 月中旬，而 2015 年茄无网蚜发

蚜发生总量明显高于 2015 年，2014 年天敌数量

生的高峰期在 8 月下旬（图 3），这主要是由于

也明显增高，2014 年至 2015 年两种邻作模式的

2014 年 6 月份的平均温度比 2015 年 6 月份的温

大豆田及对照田中天敌的数量也随害虫数量变

度高，而 2014 年 8 月、9 月份的平均温度比 2015

化呈明显的跟随效应。2014 年与 2015 年两种邻

年 8 月、9 月份的平均温度低造成的。

作模式的大豆田及对照田中刺吸害虫大豆蚜、茄
无网蚜、大豆蓟马为优势种群，食叶害虫双斑萤
叶甲和二条叶甲为优势种群，龟纹瓢虫、蜘蛛、
小花蝽为优势种群天敌。2014 年与 2015 年马铃
薯-大豆、玉米-大豆邻作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
害虫数量都低于对照田，马铃薯-大豆、玉米-大
豆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天敌数量都高于对照
田，两种邻作模式的大豆田及对照田害虫及天敌

图 4 2014，2015 年 6—9 月温度变化
Fig. 4 Temperature variation between
June-September in 2014-2015

田间调查结果表明：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邻
作种植模式都有控蚜效果，其中玉米-大豆种植
模式的控大豆蚜效果更好，马铃薯-大豆种植模

2.2 邻作模式大豆田大豆蚜与茄无网蚜的种群
动态变化
从图 2、图 3、图 5 可知，2014 年，对照田
中大豆蚜发生数量在 6 月末至 8 月 1 日期间呈上
升趋势，8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大豆蚜呈下降趋势，

式控茄无网蚜效果好，邻作同时有利于天敌的跟
随效应产生，能够达到邻作与天敌协同控蚜，更
进一步达到对刺吸式害虫的防控。

3

讨论

随后再次上升在 8 月 16 日达到第 2 次的高峰后

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昆虫群落的

下降；而两种邻作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发生

多样性有一定的影响，可以避免因作物单一造成

数量在 6 月末至 8 月 1 日期间均处于对照田中大

某些害虫的猖獗发生（尤民生等，2004）。本研

豆蚜数量的 1/3~1/2 处波动，8 月 1 日后开始呈上

究是通过比较分析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邻作

升趋势，至 8 月 16 日也达到第 2 次的高峰后下降，

的两种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与对照田的主要刺吸

但两种邻作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发生数量

式害虫发生数量的动态变化，可知这两种邻作的

在各个时期均明显低于对照田中大豆蚜发生数量。
2014 年，两种邻作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茄
无网蚜发生数量均在 6 月末开始呈上升趋势，至
7 月 14 日达到高峰，之后均呈下降趋势。2015
年，两种邻作种植模式的大豆田中的大豆蚜与茄
无网蚜发生数量从 6 月末开始都呈现上升趋势，
在 8 月末达到高峰之后下降，两种邻作模式的大
豆田中的大豆蚜、茄无网蚜发生数量在各个时期
均明显低于对照田中大豆蚜发生数量。且 2015
年大豆蚜和茄无网蚜在两种邻作种植模式及对
照田发生的数量明显少于 2014 年发生的数量。

种植模式能够减少其主要刺吸类害虫大豆蚜和
茄无网蚜的发生数量。其中 2014 年 7 月气温比
2015 年高，所以虫量首先达到高峰期，2015 年
8 月温度高于 2014 年，而 2015 年 8 月害虫数量
低于 2014 年，这主要是由于哈尔滨 2015 年 8 月
雨水较大降低了虫量的发生。两年数据均表明，
天敌的数量也随害虫数量变化呈明显的跟随效
应（戴长春等，2009），邻作的大豆田中的害虫
数量都明显低于对照田，而主控天敌中小花蝽、
蜘蛛都明显高于对照田，玉米-大豆邻作种植模
式的大豆田中的双斑萤叶甲数量都呈现偏高现

2.3 邻作对大豆田主要害虫总量种群动态的影响
从图 6、图 7 可知，2014 年大豆蚜与茄无网

象，可能是高温少雨，干旱都能引起玉米田双斑
萤叶甲的发生，导致虫量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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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4 年、2015 年马铃薯-大豆、玉米-大豆邻作的大豆田不同时期的大豆蚜与茄无网种群动态
Fig. 5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his glycines and Acyrthosiphon solani in different period with
potato-soybean、maize-soybean intercrop in soybean field
A. 2014 年马铃薯-大豆模式；B. 2014 年玉米-大豆模式；C. 2014 年对照田；D. 2015 年对照田；
E. 2015 年马铃薯-大豆种植模式; F. 2015 年玉米-大豆模式。
A. Potato-soybean intercrop in soybean field in 2014; B. Maize-soybean intercrop in soybean field in 2014;
C. Soybean field (CK) in 2014; D. Soybean field (CK) in 2015;
E. Potato-soybean intercrop in soybean field in 2015; F. Maize-soybean intercrop in soybean field in 2015.

利用作物多样性和不同的空间尺度的种植

境污染，增加植物多样性。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是

模式以及不同农业景观的搭配来控制刺吸式害

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但随着我们的研究与发

虫，不仅可以达到调节生态平衡，也能给天敌提

展，在害虫的预防与防治中生物多样性将会有更

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加天敌的丰富度，降低环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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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图 6 2014 年害虫与天敌总量种群动态
Tot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ests and predators in 2014

Fig. 7

图 7 2015 年害虫与天敌总量总群动态
Tot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estsand predators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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